
數位課程宣傳全都錄工作坊—基礎篇 

一、活動說明： 

磨課師發展在國內愈發成熟茁壯，愈來愈多精彩的線上課程被產出，而產出課程的師長與

單位應該要努力地讓更多的學子，乃至社會大眾有接觸及修習的機會。有鑒於此，本工作坊所

設計的學習活動希望能強化課程推廣與宣傳技巧之精進，讓您精心製作的數位課程能透過各種

管道或媒體進行有效之宣傳。工作坊主要有以下幾個重點內容：(1) 新聞稿撰寫實務與案例，

教您除了課程的創新內容外，還有什麼元素可以吸引媒體，成為新聞；(2) 網路行銷與社群的

經營，教您臉書粉絲專頁、Line 官方帳號的發文與經營技巧；(3) 平面宣傳媒體的設計，尤其

在宣傳短片如何製作的技巧，以及經驗交流；(4) 如何以學校行政單位的觀點來進行宣傳政策

的擬定，以及如何執行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數位學習發展團隊培力與課程品質精湛計畫 

三、協辦單位：國立宜蘭大學、正修科技大學 

四、活動時間：107 年 12 月 20 日至 21 日（星期四、五） 

五、活動地點：正修科技大學人文大樓五樓 11-0508 教室  

（地址：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） 

六、活動資訊：http://news.taiwanmooc.org/workshop/ 

七、聯絡方式：邱于庭小姐，信箱：ytchiu@niu.edu.tw，電話：03-9317311 

八、研習時數：公教人員終身研習時數 11 小時（2 天，依實際參與時數申報） 

九、備註： 

1. 本活動由於場地關係，限制人數 40 人，額滿為止。 

2. 請自行攜帶課程教學影片或宣傳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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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活動議程 

107 年 12 月 20 日(星期四) 

day1 

時間 主題 主講者 

09:30～10:00 報到 

10:00～10:10 開場與致詞 

正修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處長 

施文玲教授 

國立宜蘭大學 黃朝曦教授 

教育部數位學習發展團隊培力與課程

品質精湛計畫主持人 

10:10～11:05 
網路社群的經營祕訣（一） 

Facebook 粉絲專頁 

軟體大學  

黃啟勇教育長 

11:05～12:00 
網路社群的經營祕訣（二） 

Line 官方帳號經營技巧 
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體育室 

陳秀惠講師 

12:00～13:10 午餐 

13:10～15:00 

如何製作動人的宣傳影片 

告訴您一部 3-5 分鐘宣傳短片如何呈

現，有哪些吸引觀眾的陳述方法？並且進

行案例觀摩分析。 

正修科技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

陳岡緯教授  

15:00～15:20 茶敘 

15:20～17:10 

宣傳片創意腳本 PBL 活動 

帶領學員分組去創意發想與討論預告片

的腳本/分鏡，然後讓各組發表報告、互

相交流。 

正修科技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

陳岡緯教授 

17:10 團體照/賦歸 

 

  



107 年 12 月 21 日(星期五) 

Day2 

時間 主題 主講者 

09:30～10:00 報到 

10:00～10:05 開場與致詞 

國立宜蘭大學 黃朝曦教授 

數位學習發展團隊培力與課程品質精湛

計畫主持人 

10:05～12:00 

新聞稿撰寫實務與案例分析（一） 

告訴您如何撰寫一篇能吸引媒體報導與

採訪的新聞稿，更以正修科大 2 年多來

14 則磨課師相關新聞發佈為例來探討

分析。 

正修科技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

胡宗鳳教授  

12:00～13:00 午餐 

13:00～14:00 

新聞稿撰寫實務與案例分析（二） 

告訴您如何撰寫一篇能吸引媒體報導與

採訪的新聞稿，更以正修科大 2 年多來

14 則磨課師相關新聞發佈為例來探討

分析。 

正修科技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

胡宗鳳教授 

14:00～16:30 

行政支援單位宣傳規劃與執行經驗分享 

分享正修科大 3 年多來的磨課師宣傳推

動經驗，告訴您可以透過哪些方法或管

道，將課程有效地推廣至校外。 

正修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資訊教

育組長 

殷聖楷教授  

16:30 團體照/賦歸 

 

  



十一、 交通資訊 

本活動提供接駁車，請準時於集合地點集合，將會統一帶至搭車處，逾時不候，請詳閱。 

12 月 20 日 集合時間 集合地點 

左營高鐵站→正修科技大學 09:10 左營高鐵站星巴克 

正修科技大學→高雄火車站(後站) 17:15 上課教室 

12 月 21 日 集合時間 集合地點 

高雄火車站(後站)→正修科技大學 09:20 
車站大廳旅遊服務中心 

（西 2 門、西 3 門中間） 

正修科技大學→左營高鐵站 16:40 校門口 

 

 國道 1 號南下： 

  1. 下九如交流道左轉（需經迴轉道）九如路直行，至陽明路左轉續行至覺民路右轉，循覺民路至澄清路左轉直行即可

抵達。 

2. 下中正交流道左轉中正路直行，至澄清路左轉直行即可抵達。 

國道 1 號北上： 

  1. 下三多交流道右轉三多路直行，至澄清路左轉直行即可抵達。 

2. 下中正交流道右轉中正路直行，至澄清路左轉直行即可抵達。 

國道 3 號南下： 

  1. 國道 10 號往高雄端（西），下仁武交流道直行，至鳳仁路左轉直行，至大埤路右轉直行即可抵達。 

2. 接國道 10 號往高雄端（西），至鼎金系統交流道接國道 1 號，按本校國道 1 號南下指引說明即可抵達。 

國道 3 號北上： 

  1. 接國道 10 號往高雄端（西），下仁武交流道直行，至鳳仁路左轉直行，至大埤路右轉直行即可抵達。 

2. 接國道 10 號往高雄端（西），至鼎金系統交流道接國道 1 號，按本校國道 1 號南下指引說明即可抵達。 

省道台 1 線： 

  經由高雄市民族路接九如路（東）直行，至陽明路左轉續行至覺民路右轉，循覺民路至澄清路左轉直行即可抵達。 

台 88 線東西向快速道路： 

  西向接國道 1 號北上續行，下三多交流道或中正交流道後右轉直行，至澄清路左轉直行即可抵達。 

高鐵左營站： 

  

  

1.往台鐵車站轉乘火車（或由 2 號出口轉乘高雄捷運）至台鐵高雄站，於高雄火車站前站出口搭乘高雄市公車 60

號、高雄客運 60 號抵大華里(正修科大)站下車。 

2.由 3、4、5 號出口轉搭計程車,至本校約 20 分鐘。 

台鐵高雄站： 

  

  

1.前站出口搭乘高雄市公車 60 號、高雄客運 60 號抵大華里(正修科大)站下車。 

2.後站出口搭乘計程車至本校約 15 分鐘。 

高市公車抵達本校路線： 

  30、60、70A、70B、70D、217、橘 7A、橘 7B、橘 12、紅 30A、黃 2A、黃 2B、黃 2C 

高雄客運抵達本校路線： 

  60、8006、8008、8009、8021、8041A、8041B、8041C、8048、8049。 



 

  



十二、 上課地點 

正修科技大學人文大樓五樓 11-0508 電腦教室 

 

 

 

  

上課地點 



十三、 住宿資訊（僅供參考，有需要請自行預訂） 

1. 康橋連鎖旅店（後驛九如館） 

電話：07-238-6677 

地址：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339 號 

網址：https://www.kindness-hotel.com.tw/location-kaohsiung-jiuru 

2. 家和商旅 

電話：07-321-5558 

地址：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486-1 號 

網址：http://jiahohotel.com/ 

3. 澄清湖水漾會館 

電話：07-731-2608 

地址：833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32 之 2 號 

網址：http://chuan.cyh.org.tw/ 

4. 麗馨汽車旅館 

電話：07-777-5036 

地址：高雄市鳳山區文鳳路 96 號  

網址：https://www.taiwantravelmap.com/hotel/266-ch-index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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